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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杯自爆崩断门牙 女子告宜家索赔百万

宜家：爆裂玻璃杯不是我们卖的
本 报 讯 （ 记者 洪 雪）王女士使用
宜家一款名为斯黛纳的玻璃水杯喝水
时，水杯突然爆裂，致其当场昏迷，送
医后下唇缝合4针，一颗门牙断掉。 认
为宜家的产品不符合行业标准， 存在
严重缺陷， 为此王女士将北京西红门
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退
还购物款3.9元、 双倍赔偿购物款，赔
偿原告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
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万余
元。 今天上午，该案在大兴法院开庭。

事件
喝水时水杯突然爆裂
原告王女士诉称，2016年6月20
日凌晨4点左右， 她起床后到厨房喝
水， 在玻璃水杯中倒入凉开水后准备
饮用，杯子刚举到嘴边时，突然爆裂，
将她当场炸晕，失去知觉。 醒来后，王
女士感觉疼痛加剧，摸到嘴角流血，照
镜子后发现唇下有深深的伤口， 一颗
门牙断了。 北京口腔医院诊断记录显
示，王女士就医时意识清晰，但右下唇
肿大， 唇内可见2.0×1.5厘米的创伤
面，一颗门牙的牙冠折断露髓。
由于唇内伤口较深， 医生做缝合
4针处理， 受损门牙试行RCT+冠修
复。 王女士称， 此事件所幸未伤及眼
睛，自受伤至今，先后去医院就诊共计
十二次，经历包括面部清创及缝合（面
部缝4针），门齿断牙多次根管治疗及
后续修正装冠， 各种检查以及外伤治
疗， 以及面部疤痕修复治疗等等。 此
外，因爆炸产生失眠、焦虑、惊惧等症
状，亦有数次前往寻求心理辅导。后续
仍需面临包括侧牙隐裂甚至根管治疗
装冠，面部疤痕修复，患牙牙冠替换等
等诸多问题。
王女士表示， 这只玻璃杯是她1
年前从北京宜家西红门店买的， 一直
当水杯正常使用，品名斯黛纳。
“我至今对玻璃制品都十分敏感
且畏惧， 甚至对透明玻璃电梯或者商
品展示橱窗等都敬而远之。”身为珠宝
设计师的王女士说， 自己现在不能打
磨类似于玻璃的宝石， 因此不能正常
工作。

原告出示3份证人证言
据了解， 王女士遭遇的宜家水杯
爆炸并不是第一例， 原告出示了3份
证人证言，3人都声称，从宜家购买的
玻璃杯发生了自爆情况。
一份是耿先生的证言， 他说，
2014年8月29日， 开有一家餐馆的耿
先生从宜家四元桥店购买了50个博
克尔玻璃杯，当天晚上8点多，其中一
个杯子在未使用、 无高温等没有任何
特殊条件环境的情况下， 突然发生爆

原告坐在旁听席上听，自称容貌被毁，至今出行都是全副武装

责任呢？事发当晚的情形，只有原告一
人的口述，没有客观第三方的验证，唯
一的客服人员到达现场查看也是写
明：顾客自述，这就没有办法证实当时
发生了什么， 以及玻璃杯爆裂的原因
是否和原告的受伤有因果关系。
第三，被告销售的产品不存在质
量问题，符合国家和企业标准。
宜家表示，事发后，宜家委托两家
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 结果显示玻璃
杯完全符合标准。 从原告提供的一份
上海市技术监督局的认定， 产品无质
量问题。
宜家还表示，涉案同款杯子是自
2014年10月1日开始销售的， 直到现
在，销售总数达61万多只，但除了王
女士投诉的事件外，宜家没有收到第
二起自爆伤人的投诉。
综上，宜家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庭审争辩
涉案产品
是否从宜家购买

原告当庭出示自爆玻璃杯的碎片，宜家称无证据证明该玻璃杯是宜家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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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将站在旁边的一名餐厅合伙人手
指刺伤了一个小口子。
王先生在证言中称，2017年2月
16日早晨7点左右， 其购买的宜家钢
化玻璃杯当时放在桌子上，突然自爆，
碎片四溅， 所幸没有伤到王先生。 至
今，王先生因心理恐惧，都无法再使用
任何玻璃制成的餐具和水杯， 只能使
用塑料杯子或者搪瓷杯子。
对于钢化玻璃杯产生自爆的主要
原因， 宜家市场部负责人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解释称，主要来自产品运输、使
用和保养过程中的外力冲击。 钢化玻
璃在受到外力冲击时可能在数小时或
数天后才发生破裂。

宜家
原告未提供发票或收据
消费者是在漫天要价
“
我们在发表正式答辩意见前，代
表宜家向王女士的受伤表示同情。”一
开始答辩，宜家的代理人就表示，无论

王女士是什么原因受的伤， 是否与被
告的产品有关系， 我们从人道主义立
场，表示深深的同情。
该代理人表示， 正是基于此，去
年， 在没有核查杯子的来源以及事件
因果关系， 也就是只有王女士向被告
报告的情况下， 我们给予了王女士答
复，“
王女士是在漫天要价， 因此没有
协商解决此事”。
宜家的代理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
答辩。
其表示，首先，原告没有提供证据
证明杯子是在西红门宜家店购买的。
能证实销售关系的是发票和收据，但
是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没有这样的
单据。 在诉讼发生后，我们的调查结
果显示，2016年6月20日当天，宜家总
共销售了28个同款的杯子，购买者为
三名会员，他们都和原告王女士没有
任何关系。
第二， 原告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
伤害是涉案的玻璃杯造成的。
宜家表示， 假设涉案杯子是从被
告处购买的， 那么被告是否应该承担

上午 9 点 10 分，戴着墨镜、口罩
的王女士出现在法庭。 原本准备和 2
名代理人一同坐在原告席上的王女
士， 在法官要求其摘掉眼镜和帽子
时，她放弃了，于是走向旁听席。
法庭上， 宜家提供了 5 组证据。
事发后， 宜家找到上海的两家公司，
对涉案的同款杯子进行了鉴定，鉴定
结果为杯子在温差 200 度以内，无破
裂情况，因此证明涉案杯子没有任何
质量问题，属于合格产品。
对此，原告方不予认可，他们认
为这个鉴定是宜家单方面委托进行
的。 此外，标准使用的是 1997 年的欧
洲标准， 涉案产品在中国销售，“为什
么要用欧洲标准？ ”原告方这样质疑。
“宜家已经申请了专门负责产品
质量的专家出庭质证。 ”宜家表示。 宜
家提供的一组证据还显示， 当天共 3
人购买同款杯子，其中一人买了一只，
一人买了 24 只，还有一个买了 3 只，
但都不是原告名字。因此被告方认为，
原告的杯子不是从宜家购买的。
对此，原告方表示，王女士是宜
家的会员，事发后，曾要求宜家打印
其购买记录，但是遭到拒绝，“我们要
求法院向宜家调取原告 2016 年的购
买记录”。
宜家表示， 从 2014 年至今此款
玻 璃 杯 在 中 国 一 共 销 售 了 61 万 多
只，只有王女士一例投诉。
“我们在网上搜到了 131 个相关
报道， 都是因为玻璃杯自爆导致的投
诉，不可能只有原告一例投诉。 ”原告
方反驳称。
截至上午记者发稿时，庭审仍在
进行中。

红领巾也遭恶搞？ 抖音：下架视频封禁用户
本 报 讯（记者 王 思 思）有微信公
号发文称，近日，某些短视频平台出现
“少先队”“
红领巾”等为名的注
一些以
册用户，通过佩戴红领巾唱怪异歌曲，
当街截停女生搭讪、搞笑、骚扰以及扮
丑等行为，博取噱头，赚取流量。
4 月 15 日上午，记者登录短视频

平台搜索发现，相关用户已经被注销。
平台方称，截至目前，已封禁用户 12
个、 重置用户 1071 个、 下架视频 23
个，清查行动正在持续进行。
有公号认为， 此类视频不仅损害
了少先队形象， 也伤害了很多人对于
红领巾的感情。 吸人眼球、扮丑搞怪，

污染了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记者注意到，该文截屏来自抖音
短视频平台。 记者上午查询发现，被
点名的用户已经全部被封禁，目前只
有九个用符号刻意隔开红领巾三个
字的用户存在。
随后，记者联系到抖音平台方。相

关负责人回复称，近日有用户提醒，抖
音短视频平台上存在部分不当使用红
领巾符号的情况， 可能对少先队形象
存在潜在损害， 故而其第一时间清查
了相关用户账户。截至目前，已封禁用
户 12 个，重置用户 1071 个，下架视
频 23 个。 清查行动正在持续进行。

